
与基督联合 
马太福音 10章 40-42节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

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太 10：40-42） 

真门徒是神的代表 

我们从这三节经文能够学到什么呢？可以得到什么重要提醒呢？“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

我”，“你们”是谁呢？是一般基督徒，还是某些精英基督徒？当然耶稣是在对门徒说话，当时的

听众是他的门徒。但今天谁是耶稣的门徒呢？今天耶稣能够对谁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呢？ 

主耶稣已经给了答案。就在上一节经文，即马太福音 10章 38节，他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
才是他的门徒。“你们”就是完全委身的基督徒，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即是说，接待这种完全委身的

基督徒，就是接待基督；而接待基督，就是接待那位差基督来的。是谁差了主耶稣来呢？当然是

神！可见基督徒在世上是神的代表。只要你是委身的基督徒，你就代表了神。这个责任实在重

大。 

遗憾的是，即便你只是个挂名基督徒，但在非基督徒眼中，你也代表了神，这就是基督徒肩

负的重任。很多人之所以不愿做基督徒，就因为认识了一些形象不好的基督徒。换言之，很多人

认识了一些平平庸庸、马马虎虎的所谓基督徒，结果就成了他们信主的最大绊脚石。 

正是这个原因，我经常说感谢共产党解放了中国。因为共产党来之前，教会里很多基督徒让

我特别反感；可共产党一来，那些人就不来教会了，只剩下了真基督徒。我见到了这些真基督

徒，不禁说：“现在我才知道谁是真基督徒了！”那是我认识主的第一步。 

感谢共产党做了洁净教会的工作，扬净了麦子，滤出去了糠。施洗约翰说过，耶稣来要用圣

灵与火给人施洗。你要么受圣灵洗礼，得到新生命；要么受火洗礼，接受神的审判。共产党正是

审判之火，把中国教会的糠烧尽了。结果在苦难中，真正的教会光彩夺目。现在你就能够明白为

什么基督徒要背起十字架。 

真门徒也是基督的代表 

所以洗礼非常重要，因为从洗礼那一刻起，你就有权使用“基督徒”这个名字。非基督徒朋

友见到你也会说：“原来这就是基督徒。”他们会从你身上明白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好可怕的责

任！要是他们因为你而不信主，那么罪责就在你了。希望你好好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无论你喜不

喜欢，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那么在家人、朋友以及所有认识你的人眼中，你就是基督的代表

了。 

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天，我问他们信主的经历，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费尽周折才信主，因为以

往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所以要小心，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拒绝

你们就是拒绝我”，可千万不要错误地代表了他。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谈论十字架，谈论信心，讲解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这不仅关及你

的救恩，也关及别人的救恩。别人能否认识主就完全在乎你了，因为除了你，他们不认识别的基

督徒。很多人说：“别看我，我不是好基督徒。看看那人，他比我好。”但这样说无济于事，别人

还会看你，而且主把责任交给了你。 



从这段经文可见，我们在地上是基督的代表。每每开口，别忘了在听者眼中，你的话代表了

耶稣。你要是开了个愚蠢的玩笑，别忘了会给非基督徒留下什么印象。一起吃饭时要是你总拣最

好、最大的吃，别忘了有人在看着你，这样做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倒不如运用十字架原则—

—舍己，把好吃的留给别人。保罗说：食物若叫人跌倒，我就不吃，免得叫别人跌倒了（参看林

前 8：13）。 

所以别人不单单在观察你如何行大事，还在观察你如何拘小节。这就麻烦了，因为我们正是

在小事上失败了。不妨观察一下弟兄姐妹，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在小事上表露出了自私。要是非基

督徒总是看见基督徒的自私，就会对基督的印象太糟糕了，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基督的代表。你不

愿做基督的代表，就别受洗。无论你喜不喜欢，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就担起了他的名字。正

如为人妻的，一旦嫁了人，就随了夫姓，无论她喜不喜欢，她都会代表夫家。 

再进一步说，我们也决定了别人能否得救。“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意思是“人爱你，

就是爱我；怎样待你，就是怎样待我；藐视你，就是藐视我。”有人拒绝你，就是拒绝基督。可要

是他们拒绝你是因为你不好，那么他们拒绝基督、失去救恩就是你造成的了。 

我们受苦，基督也受苦 

之所以是基督的代表，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保罗

多次说到我们与基督联合。一旦与基督成为一体，那么他就会跟我们感同身受。即是说，你受

苦，他也会跟你一同受苦，因为你与他联合了。难怪保罗未信主之前逼迫教会，主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苦待基督徒，就是苦待基督。而你苦待基督，就是苦待神。 

神与他的子民一同受苦，这是圣经中很独特的一个教导。旧约以赛亚书 63 章 9 节说：以色列
民在一切苦难中，神也同受苦难。由此可以伸发出很多内容。比如说，要是你正在经历艰难困

苦，那么不要担心，别忘了神也在跟你一同受苦。你不会独自受苦，他明白你内心的困难，因为

你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你在他眼中就是这么重要，他甚至把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了（太 10：30）。 

我们如何待人，就是如何待神 

所以接待了一个门徒就是接待了基督，而接待了基督就是接待了神。刚才谈过了基督徒与非

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你的一举一动就决定了非基督徒如何回应基督，如何回应神。现在再来谈一

谈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你伤了弟兄姐妹的心，就是伤了神的心，让神的灵担忧。下一次你要

是批评弟兄、背后说他坏话，总之让他难受，那么别忘了你是在让神的灵悲伤。你不只是在伤害

那人，更是在伤害神。即是说，你做在了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做在了神身上。 

反过来说，你爱弟兄姐妹就是在爱神。如何爱神呢？就是去爱弟兄姐妹，给了他东西就是给

了神。再想深一层，如何讨神喜悦呢？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呢？从这个属灵原则可以看

见，关爱、帮助弟兄姐妹，令他们开心，就是在讨神喜悦。 

可见明白神的话语多么重要，否则就会做错事。你出入教会不跟弟兄姐妹打招呼，就是不跟

主打招呼，他是与主联合的。所以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决定了我们如何彼此相处。 

主的教导多么实际！属灵人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脚踏实地。很多人以为属灵人不切实际，总

是发白日梦，不食人间烟火。但属灵人是最实际的人，因为他明白日常生活的属灵原则。这些属

灵原则就决定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 

继续看马太福音 10 章 41 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
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接待先知就是在分享他的赏赐。为

什么呢？因为接待先知就是在分享、参与他的工作，你支持了他的工作。 

主耶稣说话非常严谨，他没有说“人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他说“人因为先知的

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一点至关重要，接待先知可以出于种种原因，未必因为他



是个先知。你接待神的仆人未必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可能你喜欢他这个人，对他钦慕不已。主耶

稣没有说“人接待神的仆人，必得神的仆人所得的赏赐”。你因为他是神的仆人而接待他，才会得

到他的赏赐。 

比如说，你盛情款待我，愿意跟我做朋友，可也不见得你就会分享到我的赏赐。你的想法可

能是：“这人不错，我们谈话很投机。”或者是：“这人虽然古怪，可我喜欢他的性格。”出于这些

原因，非基督徒也愿意接纳我这个人，可未必会把我当作神的仆人来接纳。 

可见主耶稣说话非常严谨，即是说，到了审判日，谁都不可以说——“张熙和来过我家，我

请他吃过饭，所以我应该分享到他的赏赐，不该下地狱。”这样说无济于事！你当我是神人而接待

我去你家，那就不同了。有人并非单单接待我这个人，而是看我为神的仆人，那么他就接待了

神。因为除非他愿意接待神，否则就不会接待我这个神的仆人。 

同样道理，敌挡基督的，也会敌挡我。惟有愿意接纳基督的，才愿意接纳我，即是说，他把

我当作基督的仆人来接纳，并非单单喜欢我这个人。主说话非常严谨，字斟句酌。这就跟上文所

说的如何彼此相处联系了起来，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接待神的仆人，除非他也是神的儿女，或者愿

意成为神的儿女。 

接待义人，但不要问假先知的安 

马太福音 10章 41节的下半句是，“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在主的
教导中，什么是义人呢？显然义人与先知不同，义人不是先知。在主的教导中，义人是真正的门

徒。当然真正的门徒是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就不会背起十字架，这是勿庸置疑的。而不背起十

字架就绝对成不了义人，因为你还有罪，还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刚才看见，你因为先知的名而接待先知，就会在他的工作上有份。现在看见反之亦然：你接

待假先知，也会在他的工作上有份。这一点在约翰二书 10-11节讲得一清二楚，使徒约翰说：若有
假先知到你们那里，不要接他到家里，甚至不要问他的安。 

什么？连问候一下都不行？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见面问候一下是礼貌。如何理解呢？可见

明白神的话多么重要。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你正在街上走，或者刚一出家门口，迎面就碰上了假先知，你认识他，

便问候了一句：“你好！”街坊四邻看见了你问候假先知，岂不会立即觉得你跟假先知是朋友吗？

要是假先知去了这些邻居家里，他们可能会以为他教导的是真理，因为他们不知道对错，只不过

看见你问候假先知，便以为他是个好人，你一定跟他有联系。这样你就参与了他的工作，正如使

徒约翰所说，你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可见明白“接纳”、“拒绝”是多么重要。 

接待神的仆人就是在神的工作上有份 

从积极方面来看，你想为神做点什么吗？就从接待神的仆人开始吧。“接待”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二书 10-11节所说的接他到家里、问他的安是什么意思呢？他当然不是进你家坐一坐而已，先
知四处奔波，来到你的城邑就住在你家，意思是你要供给他。 

在马太福音 10 章，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的时候，吩咐说：谁接待你们，就住在他家。意思
是你们跟他同住，摆上什么东西吃，就吃吧。所以接待先知就是在物质需要方面帮助他，提供膳

宿等等。难怪你会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会得到赏赐。 

这一点非常宝贵，纵然你不是先知，没有教导、讲道的恩赐，也可以透过帮助先知而参与先

知事奉神的工作。先知本来在世上也有事业，可以生活舒适，但现在却蒙神呼召传讲神的话。他

付上了大代价，背起了十字架，而你也能够在他的工作上有份。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还没有学会在

这方面参与神的工作，结果也就得不到赏赐了。 

谁是“小子”？ 

继续看马太福音 10 章 42 节，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



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到底“小子”是谁呢？主耶稣经常说到“小

子们”，什么意思呢？是小孩子吗？这节经文没有谈及小孩子，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句“小孩子”

呢？谁是“小子”，你好给他一杯凉水呢？ 

“小”字的希腊原文可以表达几种意思。第一，个子小，比如路加福音 19 章 3 节说撒该身量
矮，撒该当然不是小孩子，他是个税吏，小孩子当不了税吏。第二，年龄小，所以也可以指小孩

子。然而我在新约找不到一个例子是指小孩子，希腊文学里就有一些例子，但新约没有。第三，

卑微、没有地位的人。 

看过了三种意思，显然只有一种意思符合这节经文。这里当然不是说你把一杯凉水给个子矮

的人喝，就必得到赏赐。“小”跟人的身量高矮、年龄长幼无关，而是指社会地位，“小子”是没

有地位的人。所以“小子们”是谁呢？这些是信耶稣的小子们。在马太福音 18 章 6 节，主耶稣称
呼信他的人为“信我的一个小子”。 

很多主日学老师甚至一些解经家都把马太福音 18 章 6 节理解错了，以为“小子”就是小孩
子。马太福音 18 章一开篇主耶稣的确在谈小孩子，可是他们没有看见，到了第 5 节主耶稣就话题
一转，由小孩子转到了门徒。主耶稣是在说：除非你变成小孩子，即无名小卒，否则进不了天

国。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探讨。 

先知生前都是无名小卒 

谁是先知？回顾历史便一目了然，今天我们对那些先知推崇备至，可是我告诉你，那些先知

在世的时候是遭人鄙视、拒绝的。即便以赛亚这种大先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向以色列人传

道，他们却充耳不闻。你尊敬一个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不尊敬一个人，就会对他的话置之不

理，当作耳边风。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对待以赛亚的。 

以色列人也这样对待耶利米，将耶利米投进枯井，任由他死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对待先知

的，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藐视先知，苦待义人（太 23：29-34节）。 

先知、义人知道背十字架的滋味，他们甘愿在世上成为无名小卒，遭受鄙视、拒绝。以赛亚

书 53 章写的是神的仆人耶稣，他会遭受鄙视、拒绝。但以赛亚在写这一章的时候自己也深有体
会，因为他亲身经历到了。有些先知是出身寒门，而以赛亚是出身豪门，来自上层社会。可是以

赛亚一做先知，众人就把他看成了下等人。 

真正神的仆人在世上都是无名小卒 

现在就明白了“小子们”是什么意思。即是说，你接待一个神的仆人并不是因为他是世上显

要，你接待他只因为他是神的仆人，而他在世上是个无名小卒，那么你就会得到赏赐。我告诉

你，每一个真正神的仆人都会是世上的无名小卒。他必须甘愿成为无名小卒，一旦想要在世上出

人头地，那么他就不再是神的仆人了。 

可见十字架贯穿了主耶稣的教导，他说：“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不

妨想一想，一个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的人怎能在世上出人头地呢？十字架就结束了他跟世界的联

系，就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 6章 14节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
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

上，我怎能成为世上显要呢？ 

当然这是我们内心的态度。真基督徒在世界上往往也会德高望重，可他总是保持着向世界死

的态度，不愿要世上的荣耀。我们不能说基督徒绝不能做公司总裁、政府官员，可能神把他放到

了那个位置上，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他的心已经向世界死了，倘若担任政府高官，也只是为

了神的缘故，而且随时愿意悬车致仕。 

但以理就是这样，他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总理，可他根本不看重这个职位，所以当面临选择的

时候——要么停止祷告、要么被扔进狮子坑，他选择了狮子坑，结果被扔进了狮子坑。但以理毫

不在乎，可见他根本不看重世上的职位，随时准备好了弃官悬印。但以理在世上也是神的一个小



子，因为他内心已经抛弃了世界。 

神会给我们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即是说这小子是个门徒，那么你给他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赏

赐。你可能会说：“谁稀罕赏赐？”记得在一次查经会上讨论这节经文，很多人认为贪图赏赐不

对，事奉神不应该寻求赏赐。当然不能这么说，这要看情况而定。首先要看一看是在寻求什么赏

赐，一旦你知道那是什么赏赐，就不会冒失说这番话了。 

其次，无论你愿不愿意，这里说神会赏赐你。这里并未说“因为你想要赏赐”，而是说你“不

能不得赏赐”。因为神是公义的，绝不亏欠人。这又是一个属灵原则：你越给神，就越会从神那儿

得到赏赐。神绝不会让你吃亏，你最好现在就明白这个原则，不要到了最后悔之莫及。 

我看过一些遗嘱册，死者身后留下了十万块钱，怎么处置呢？政府抽取了一大笔，如果还有

剩余的话，就归亲属分了。他们有十万块钱，可每每奉献就只掏出一、两块钱来，也许担心奉献

太多神就会太富了，所以出手特别小气。他们不给神，到头来钱都缴了税。收税的人不会称赞

你，甚至都不会道谢，只是拿了你的钱便一走了之。这种人是不是很愚蠢？为什么不给神呢？给

了神绝不会吃亏。 

有的人把钱留给了儿女，以为这就是在祝福儿女，殊不知是在咒诅儿女。儿女一生都不用工

作，就靠这笔巨款生活。难怪膏粱子弟往往是最可怜的人，他们被金钱惯坏了，拿着钱不知道做

什么，越来越不开心。他们没有生活目标，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穷人想致富，还有奋斗

目标。可富人就没有了奋斗目标，结果成了最悲惨、最可怜的人。没有了生活目标、奋斗目标，

这种人多么可怜！ 

但圣经这里说，你给了神的仆人、给了门徒一杯凉水，也不能不得到赏赐。一杯凉水几乎一

钱不值，可是你这一举动神不会忽略，他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了。你给神的绝不会超过神给你

的，你不妨试一试。 

滥用神的原则：欲得而给 

有人知道越给神就越得到，便滥用了这个原则。有些基督教杂志上就是这样宣传的：“你越给

神就越得到，我起初给出十块钱，现在得回一百块；接着再给出一百块，又得回一千块，所以现

在我发财了。”你这样从中渔利，神也会给回你？不错，神也会给回你的！可是我告诉你，神要是

给回了你，你应该觉得不妙才对，最好赶紧还给神。 

无论如何，这个原则照样生效，可是却有两种内涵。如果你并不爱神，却给了神一百块，因

为你给了教会一百块，而教会代表神，结果现在神欠了你一百块，那么神就会退还给你。凡没有

委身给神的人，神不愿要他的钱。 

要是我知道你是个还没有委身给神的基督徒，那么你给的钱我会如数奉还，坚决不受。因为

我不想让神亏欠你，而我是神的代表，是无名小卒，是小子，我收下了就等于是神收下了。有时

候我甚至得罪了那些人，他们不高兴钱被退了回来。 

要是你用不署名的方法给教会，没人知道这笔钱是谁给的，也就不知道要退还给谁，那么我

告诉你，神会退还给你的。因为我都不愿接受，更遑论神了。你不相信吗？那就不妨试一试，看

看你能否骗得过永生神。等你看到了结果，一定会吓得毛骨悚然。你给了他一百块，他往往会退

还你一百五十块，加上了邮费和利息。 

有些人已经以身试法：“我给出一百块，得回一百五十块；再给出一百五十块，得回三百块。

太好了！我在跟神做生意。”我要对这种人说：“你走入歧途了。你不断以身试法，神不断退还给

你，你的罪只会越来越重，要是不赶紧悔改，最终是自取灭亡。”即是说，神退还给你钱可能是件

坏事，意味着他不接纳。很多人浑然不觉，还喜不自胜，觉得跟神做生意真好，比在世上做生意

划算多了。 



要是你奉献了钱，很快就得回了更多，那么你最好赶紧再给回去，说：“神啊，请不要退给

我，请笑纳我的奉献好吗？”要是又被退了回来，那么你最好再给回去，因为这就代表说神还没

有接纳。所以每每看见杂志上登出这个原则——“你给神，就会得回更多”，我不禁说：你必须把

全部真理告诉人。因为要是你得回了更多，就代表说神不接纳你，你最好说：“神啊，我做错了什

么吗？我犯了什么罪，你不接纳我的奉献呢？” 

关键是百分比 

另一种误解是，以为给出的数目越多，得回的赏赐就越多。但这个属灵原则看重的是百分

比，看重的是你将百分之多少的财产给了出来。要是你有一百万，给出了十万；另一人只有十

块，给出了一块，那么你的赏赐不会比他的多。你能明白这个属灵原则吗？数目不重要，别以为

你给出了十万，比那给出一块的多了十万倍，所以你就会比他多得十万倍的赏赐。神不会这样行

事，你们两个人的赏赐是一样的。 

神是绝对公义的，没有人因为凑巧比你钱多，就有能力比你给得多。难怪主耶稣看见一个穷

寡妇给了两个小钱，便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主的教导真奇妙，你给神的永远比不上神给你的。所以每当我给了神钱，就会说：“请不要立

即还给我，这样我就没有赏赐了。请帮助我在付出的时候，但求积攒财宝在天上。”他要是给回了

我，我就想再给回他。所以付出就成了我信心的考验。 

有趣的是，富人总是很小气。我信主这么多年常常见到这种现象：穷人总是出手大方，富人

却悭吝小气。还记得那个青年财主吗？他不愿放弃产业。谁放弃了一切呢？是那个给了两个小钱

的穷寡妇，两个小钱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她给出了一切。这也是我的亲身体会，往往穷人给出更

多。看一看来教会的人，将他们的奉献同收入相比，你会发现收入最少的奉献最多。 

这些小子、这些无名小卒、这些穷人、这些门徒总是证明了自己更亲近主。这番话众人不爱

听，可这是事实。我讲道从来不讨有钱有势的人喜欢，主的教导也不讨这些人喜欢。 

总结：与基督联合 

马太福音 10 章 40-42 节这三节经文包涵了很多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与基督联
合，“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因为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 

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可以在其他人的事工上有份，因为大家都是与基督联合的。 

第三个是得赏赐的原则，也因为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所以你给了小子一杯凉水，就是给了

主一杯凉水。想一想，你给了主一杯凉水！在马太福音 25 章 45 节，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不
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到了审判日，主要看你是如何对待小子

们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因素。甚至你对主有没有信心，也在乎你有没有信心给门徒一杯凉水。 

无论你愿不愿意，神都会给你赏赐，因为神是公义的。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赏赐也不

同。一人为基督撇下了一切，另一人很富有，却只将财产的一小部分奉献了出来。一人为基督舍

弃了生命，为基督殉道；另一人却没有为基督受什么苦。神给这两种的人赏赐当然是不同的。 

赏赐就是得着基督 

神会给人什么赏赐呢？简而言之，这个赏赐就是得着基督。当地上的一切产业都随风而散，

你却有耶稣！保罗渴求的就是“得着基督”（腓 3：8）。而惟有透过给予，才能得到这种赏赐。 

“得”是什么意思呢？好好思想一下马太福音 10 章 42 节，给予才能得到。你怎样接待先知
呢？第一步是给他一杯凉水。上篇信息已经探讨过这个原则：失去才能得着，给予才能得到。你

越抓住不放，就越会失去；给出去，就得着了。你能明白这个原则吗？ 

这就好比从瓷瓶里取东西，中国瓷瓶是肚大颈小，我见过一个小孩子不小心掉了一块糖进

去，便伸臂去取。他取到了，可是拳头却出不来，因为瓶口太窄。他怎样才能把糖块拿出来呢？



惟有先放手，糖块才能出来。同样，很多人想拥有世界，便抓住不放，结果什么也抓不到。 

惟有给予，才能得到。“得着基督”，这个赏赐真是宝贵无比，希望你看得见。主这番教导蕴

藏着丰富的属灵原则，要是我们懂得应用这些原则，每天都按照这些原则去生活，那么到了审判

日见到了主，就会知道用今生去得着他是多么值得。 

 


